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先對契合的意義及不同群體之價值觀契合概念與相關研究進行陳述，再

分別探討各相關變數(組織承諾、主管−部屬交換關係(LMX)、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TMX))的內涵，並提出理論與實證說明變數之間的關係，接著引導出本研究關心

之議題。 

 

 

第一節  人與組織、群體之契合 

 

(一)契合度之研究 

 

契合(fit)的觀念長久以來在心理學或組織行為學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

(O’Reilly & Chatman, 1991)。Schneider(1987)即指出針對員工工作態度的研究普遍

缺乏互動的概念(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而產生研究上的瑕疵，其認為加入互動觀

點－契合度的概念將能使工作態度的產生更清楚，故提出關於契合度(fit)的研究

應建立在 ASA(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吸引-甄選-留職)的分析架構上，ASA

週期模型指出，最初組織會吸引與其背景、特質類似的人，進而選出和其他組織

成員特質相似者，最後和其他成員不合的人會選擇離開組織，而選出之組織成員

則被安置於能產生最適表現的工作職務中。即組織和成員在動態的互動過程中相

互調整，以尋求平衡，相輔相成。而後，Chatman(1989)在契合相關的研究中指出，

若欲預測員工行為，管理者必須考慮個人與組織間的選擇與社會化互動過程，並

可藉由人格特質、價值觀動機與能力來觀察員工行為。莊璦嘉和林惠彥(民 92)也

認為契合是雙向的作用，必須同時考慮人與環境之互動，才能對行為有較佳的解

釋力。 

 

在互動理論中，學者認為個人的特徵與情境因素皆會影響其行為模式

(Schneider, 1983; Terborg, 1981)，在此認知下，個人與情境契合(person-situation fit)

的程度會對個人之行為態度造成何種影響就成了互動研究學者關心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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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將個人與情境契合的概念－即「人與組織的契合度(person-organization fit)」

(Chatman, 1989)應用於職場中，所欲探討的議題即成為「組織成員與組織的契合

度」對員工行為態度的影響。 

 

論及契合度的重要性，許多學者認為在工作環境中預測個人的態度及行為

前，先了解個人與組織的一致性是相當重要的(Chatman, 1989; Pervien, 1989; 

Schneider, 1987)。在互動論的研究中也支持當個人與組織互動關係良好時，個人

會有較好的工作結果，例如：工作滿足、工作承諾。而在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中也表示，個人是以其所處的社會環境來定義自己，並以自己與他人的相

似性來認同自我(Tajfel, 1982)。若是員工與其他同事在某些方面相類似，則能形成

有效的溝通、信任及互惠而導致對同儕有正向的態度。另一理論基礎為關係人口

理論(relational demography theory) ，描述人與人之間的人口變項相似時，會產生

正向結果，若不相似時，則可能會適應不良，較少同事支持(Tsui & O’Reilly, 

1989)、緊張關係、相處不佳(Randel, 2002)、離職、承諾不足、同事關係不佳、較

少利他行為、較差任務績效、對主管、同事、團隊甚至組織有不良的態度和行為

等(Chattopadhyay, 1999; Jackson et al., 1991; Schaubroeck & Lam, 2002; Tsui, Egan, 

& O’Reilly, 1992)。因此契合度一直被用以解釋成員之生產力及工作滿意度的差

異，並作為員工甄選時的抉擇要點之一(鄭伯壎，民 84)。 

 

1980後期開始，多位學者正視契合概念的重要性而展開研究，並多以個人工

作契合(person-job fit)及個人組織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為主要研究變數

(Edwards, 1991; Kristof, 1996)。個人與工作契合，廣義而言是指個人和工作有契

合，包含能力、興趣、人格特質和工作特性的適合性(莊璦嘉、林惠彥，民 92)；

而個人與組織的契合則被廣泛定義為員工的個人特質、信仰、價值觀與組織的文

化、策略需求、規範、價值間的一致程度(Bowen, Ledford, & Nathan, 1991; Bretz, 

Ash, & Dreher, 1989; Rynes & Gerhart, 1990)。雖然傳統上重視個人特徵與工作的

相配程度，但隨後對於個人與其工作環境的契合情形也讓組織行為和工業組織心

理學者產生高度興趣(Murray, 1938; Pervin, 1968; Schneider, 1987)。許多研究指出

個人與組織的符合度更能廣泛的作為預測指標(陳蕙君，民 88)，使學者紛紛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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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組織的契合為自變數進行相關結果變項的探討。 

 

然而，個人和其工作環境間的契合是指個人和環境相互得到供需平衡，通常

以個人與環境契合(person-environment fit)來統稱，但此詞卻包含了許多不同意

義，例如：個人工作契合(person-job fit)、個人組織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

個人群體契合(person-group fit)和個人主管契合(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等(莊璦

嘉、林惠彥，民 92)。若以人在情境中理論(person in situation theory)來看，新進人

員在組織環境中面對著多元的對象，包括組織、群體及個人，故單就個人與組織

的契合程度進行分析並不能完整解釋「組織成員」對新人之行為態度的影響。本

研究因此認為有必要以更細的層次去分析，探討「個人−群體契合度」(新進人員

與部門同事契合度)及「個人−主管契合度」(新進人員與部門直屬主管契合度)對

員工的影響。 

 

(二)個人與群體契合(person-group fit) 

 

個人與群體契合乃指個人與所屬工作群體(work group)的契合程度。工作群體

在文獻中的範圍很廣，同事間、部門單位或事業單位都可視為是一工作群體(莊璦

嘉、林惠彥，民 92)。雖然組織層次的契合度分析發展蓬勃，個人組織適配已被

檢驗出和員工績效(Kolenko & Aldag, 1989)、組織認同(Saks & Ashforth, 1997)、組

織承諾(Vancouver & Schmitt, 1991)、工作滿意度(Taris & Feij, 2000)、壓力(French et 

al., 1982)、缺席率(Saks & Ashforth, 1997)、參與度(Kolenko & Aldag, 1989)、離職

意願(Cable & Judge, 1996)和離職(O’Reilly et al, 1992)有顯著相關，但是個人與群

體契合相關的研究至今仍甚為缺乏。唯其中相對較盛行的則是工作群體中工作團

隊 (work team)的探討。工作團隊的內涵已被驗證出和工作績效有顯著相關

(Gladstein, 1984; Pearce & Ravlin, 1987) 。 

 

關於團隊組成的研究一直存在著異質性 (heterogeneous)與同質性

(homogeneous)的爭論(Campion, Medsker & Higgs, 1993)。支持異質性論點的學者

認為，若團隊由不同能力與經驗的成員組成則團隊效能較高(Gladstei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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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ce & Ravlin, 1987)；而支持同質性看法的學者卻認為團隊成員之價值觀、目標

一致程度愈高，則工作結果愈佳(Kristof, 1996; Weldon & 1993)，而以此論點進行

的研究也在工作滿意、衝突、溝通(Pearce & Ravlin, 1987)和離職意圖(Jackson, Brett, 

Sessa, Cooper, Julin & Peyronnin, 1991)等結果變項的探討中支持了團隊成員高一

致性的正向結果。雖然成員異質或同質的優劣未有定論，然本研究認為此與企業

發展的生命週期及產業特性有關。在變革的階段，異質的成員較可能激發出創意，

而在穩定階段，同質成員的互動應有助於氣氛的和諧和工作順利；而需要較多創

意的產業之成員組成，異質成員可能也優於同質成員。本研究將偏重於處與穩定

階段的一般性產業進行了解，並將探討價值觀部分的協調性，因而認為團隊同質

性愈高，工作成果或態度可能愈佳，因此將針對新進人員與其部門同事們進行價

值觀契合度的比較，期望探究高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對組織態度的正面影響。 

 

(三)個人與主管契合(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 

 

個人與主管契合是指個人與其主管適配程度的高低。影響契合程度高低的元

素包含了主管的領導風格、個人特質、價值觀與偏好等(莊璦嘉、林惠彥，民 94)。

若主管與部屬在偏好、人格特質、個人背景(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工作

年資)、問題解決方法相似性愈高時，雙方的人際吸引力愈高，互動頻率會增加，

部屬的工作滿足也會增加(Lincoln & Miller, 1979; Tsui & O’Reilly, 1989; Zenger & 

Lawrence, 1989)。與個人主管契合有關的研究更證實其與工作滿意、組織承諾、

離職意圖、工作績效(Blau, 1981; Leiter, 1988; Jackson et al., 1991)有顯著相關，足

見員工與主管愈相似契合，彼此在互動溝通過程中會更順利，而使心理產生滿足

感或提升工作效率。 

 

若將契合與否的考量因素鎖定在價值觀的比較， Meglino, Ravlin & Adkins 

(1989)曾以工廠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發現當操作人員與督導人員的工作價值觀一

致時，員工的滿足感與組織承諾較高；Weiss(1978)亦發現員工與直屬主管價值觀

契合度與上司的體恤表現、成就及勝任能力之間有正向相關。這些研究結果突顯

了員工與主管相配適的重要性，及「價值觀」在衡量兩者契合程度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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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價值觀契合 

 

(一)價值觀 

 

價值觀如同指引個人對於「能力的我(a competent self)」及「道德的我(a moral 

self)」產生認知的標準(Rokeach, 1979)，是組合個人經驗與偏好的概念(McClelland, 

1985)，或是將個人的原則與信念予以具體化的架構(Feather, 1982)。在組織行為領

域中，價值觀是一個人行為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中重要的元素(Pennings, 

1970)，因此被認為是了解個人態度、知覺、動機及性格的基礎。關於價值觀的定

義，Kluckhoh(1951)認為價值觀是指：「一個人或一群體，對什麼是值得做的、什

麼是好的的一種構想，包括內隱的或外顯的，而此種構想影響了個人或群體的行

動方式、途徑及目的之選擇。」而 Rokeach(1973)定義：「價值觀為一持久信念，

此信念認為，就個人或社會而言，對某一特定行為型式或存在的最終狀態的偏好，

優於另一相對的行為形式或存在之最終狀態。」；England(1975)則表示：「個人價

值觀可以看作是一組相對持久的知覺架構，它們形成或影響一個人行為的一般特

性。」基於以上的看法，價值觀可被界定為是「個人所持有、內化的持久性信念，

可以引導個人的行為。」(黃正雄，民 86)。 

 

Schwartz(1992), Schwartz, & Bilsky(1987,1990)將價值觀概念化的定義整理出

五個重要特性，即價值觀是(1)概念或信念，(2)與渴望的最終狀態和行為有關，(3)

超越特定的情境影響，(4)作為行為或事件選擇或評量的依據，(5)能依相對重要程

度進行排序，以形成價值觀優先性(value priorities)的系統。因此，藉由價值觀的

了解我們可以解釋個人的行為，作為預測其未來行為態度的根基。此外，由於個

人或微觀層次的價值觀與社會或機構層次的巨觀價值觀有關聯性 (Mayton, 

Ball-Rokeach, Loges, 1994)，在跨層次的研究上，價值觀作了一個很好的連結角

色，而被廣泛運用於學術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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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與 Bilsky (1987, 1990)更進一步主張，價值觀是一組具體化的動機目

標(motivational concerns)，不同動機目標的相對重要性則構成多樣化的價值觀內

涵。動機目標起源於個人對於生命存活(human existence)的三大需求：即個人對生

理的基本需求、個人對協調的社會互動需求、與個人對團隊存亡與福祉的需求。

Schwartz (1992)依動機目標將個人價值觀分為 56 個細部價值觀，歸納整理為 11

種價值觀類型： 

 

1. 自我引導(self-direction)：意義為「個人的目的在選擇、創造及探索獨立的思考

與行動」。自我引導起源於對自我控制的生理需求，以及對自主性的互動需求。

此類價值觀包含：獨立、選擇自己的目標、自由、創造力、好奇、自尊。 

2. 刺激興奮(stimulation)：意義為「為了滿足對多樣化與刺激性的生理需求，而

維持高度的活力(activation)」。此類價值觀包含：一個刺激的人生、勇於冒險、

充滿變化的人生。 

3. 享樂主義(hedonism)：意義為「個人對愉悅的生理需求，而引發追求快樂的目

標」。此類價值觀包含：享受生活、縱情享受、快感。 

4. 成就自我(achievement)：意義為「個人根據社會標準，經過一連串自我能力的

證明所得到的成功」。此種能力的展現起源於對自我肯定的生理需求，以及期

望得到社會認同的互動需求。此類價值觀包含：有野心、能幹、成功、聰明、

有影響力。 

5. 權力慾望(power)：意義為「對於階級差別的需求，期望以支配性地位影響他

人」。權力欲望價值觀源自於個人的操控需求，以及控制他人的互動需求。此

類價值觀包含：權力、社會認可、富有、社會權力、保持形象。 

6. 安全穩定(security)：意義為「個人的目的在追求和諧、平安、或是社會、關係

與個人的穩定」。個人可能會追求自身的安全，如身體健康；或是整個團體與

社會的安全，如國家安全。此類價值觀包含：乾淨、國家安全、社會的紀律、

歸屬感、家庭安康、健康、報恩／回報別人的恩惠。 

7. 順從 (conformity)：意義為「為了不傷害他人或違反社會規範而限制自身的行

為、愛好或衝動」。順從價值觀強調日常生活中的自我限制(self-restraint)，特

別是對於親近的人更是如此，此類價值觀包含：自律、尊重／敬重父母與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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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服從命令。 

8. 傳統(tradition)：意義為「由團體所發展出一套可代表該團體共享的經驗與命

運，之後逐漸地為所有成員所認同」。因此，傳統價值觀所表現出的行為是該

團體團結一致的象徵、獨特價值的表徵以及存活的有力證據。此類價值觀包

含：尊重傳統、謙虛、虔誠、隱私權、接受命運的安排、溫和。 

9. 仁慈善心(benevolence)：意義為「個人追求全體的福祉，特別是重視親近對象

的福祉」。此類價值觀包含：真正的友誼、成熟的愛、人生意義、誠實、幫助

別人、寬宏大量、有責任心、精神生活、忠誠。 

10. 普及主義(universalism)：意義為「個人追求世界與全體人類的福祉，特別是與

自己並無密切關係的外部對象(out-group)」。此類價值觀包含：平等、心境安

祥、世界和平、跟自然合成一體、美好的世界、社會公義、胸懷廣闊、保護環

境。 

11. 精神靈修(spirituality)：意義為「個人於日常生活中追求身心靈的一致，超脫世

俗雜念，重視自然的價值與意義」。精神靈修、仁慈善心與普及主義三者間的

意義十分接近，十分難以區分，因此，精神靈修價值觀經常是包含於前兩者的

價值觀之中。 

 

Schwartz (1992)更進一步主張這些價值觀內涵可再依動機目標間的抵觸性

(conflicts)及共容性(compatibilities)，予以整合成完整的價值觀體系。因此，Schwartz 

(1994)以 44 個國家內的 97 個學生、教師及其他成人樣本為研究對象，以「最小

空間分析法(Smallest Space Analysis, SSA)」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支持上述 10種類

型的價值觀分類(不包含精神靈修)，並得到更高階的構面，以進一步建構價值觀

的完整體系。此 10 種價值觀可歸屬為兩組相互對立的構面，(1)開放與保守

(openness to change vs. conservation)，(2)自我增進與自我超然 (self-enhancement vs. 

self-transcendence)。其個別包含的價值觀見下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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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價值觀構面、型態與內涵 

價值觀構面 價值觀類型 價值觀內涵 

自我引導 
(self-direction) 

獨立、選擇自己的目標、自

由、創造力、好奇、自尊 
 

開    放 
(openness to change) 刺激興奮 

(stimulation) 
一個刺激的人生、勇於冒

險、充滿變化的人生 

安全穩定 
(security) 

乾淨、國家安全、社會的紀

律、歸屬感、家庭安康、健

康、報恩／回報別人的恩惠 
順從 

(conformity) 
自律、尊重／敬重父母與長

者、禮貌、服從命令 

 
 

保    守 
(conservation) 

傳統 
(tradition) 

尊重傳統、謙虛、虔誠、隱

私權、接受命運的安排、溫

和 
權力慾望 
(power) 

權力、社會認可、富有、社

會權力、保持形象 
成就自我 

(achievement) 
有野心、能幹、成功、聰明、

有影響力 

 
 

自 我 增 進 
(self-enhancement) 

享樂主義 
(hedonism) 

享受生活、縱情享受、快感 

普及主義 
(universalism) 

平等、心境安祥、世界和

平、跟自然合成一體、美好

的世界、社會公義、胸懷廣

闊、保護環境 

 
 

自 我 超 然 
(self-transcendence) 

仁慈善心 
(benevolence) 

真正的友誼、成熟的愛、人

生意義、誠實、幫助別人、

寬宏大量、有責任心、精神

生活、忠誠 

 

此外，Schwartz (1992, 1994)以不同國家的多種樣本得到此價值觀體系，對於

日後的跨文化價值觀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此完整價值觀體系適用於多個國家，

為通用性架構。因此，本研究將以此中文版價值觀體系預測個人與主管/同事價值

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影響，並深入分析不同價值觀構面對組織承諾各構面之間

的關係。 

 

(二)價值觀契合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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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atman(1989)所提出之人與組織適配模型(Person-Organization Fit Model)

中即將個人的人格特質和價值觀視為成員個人層面的因素，組織的價值觀及規範

視為情境因素。選擇與社會化程序則是個人−組織適配的前因變項，組織透過篩

選、甄選或組織社會化的過程，調整個人價值觀使與組織價值觀產生一致性，就

會獲得整體的行為結果、組織規範及價值觀的改變(圖 2.2.1)。 

    

 

甄選 

及社會化組織特徵： 
˙組織結果： 

圖 2.2.1  價值觀契合模式(Chatman, 1989) 

 

此契合模式指出組織透過對員工之甄選及社會化，可提升個人與組織的契合

程度。對公司而言，甄選程序可作為一審視的功能，審視人與組織價值觀的符合

程度；對於求職者，則是掃描其所應徵的公司有那些他們不想要的規範與價值觀。

此外，公司再透過社會化影響新進人員的想法，新進人員也藉此了解組織的共同

價值觀、行為模式及各種表徵活動，進而影響到個人的價值觀、工作態度及留職

意願。 

 

價值觀契合概念可歸納為三類(黃正雄，民 86)：第一類強調讓自己與其他人

分別測量，再客觀地作比較，例如自己的價值觀與直屬主管、經營階層、一般經

理等價值觀一致性程度的比較。學者認為衡量方式是以主管−部屬價值觀差距大

小來衡量成員間價值觀的影響程度；其中鄭伯壎(民 81)表示，此種主管與員工價

-價值觀 
-行為規範及價

值觀改變 
-行為規範 

(內容、廣度、強度) 
個人與組織

契合度 

˙個人結果： 

-價值觀改變 
個人特徵： 

-額外角色行為 
-價值觀  -留職 
(內容、強度)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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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觀的契合程度是一種「上下契合」的概念。此類價值觀契合被認為是一種客觀

的測量，分別測量不同成員所知覺的價值觀，再獲得彼此的相似程度，故稱為「真

實價值觀契合」(true value congruence或 actual value congruence)(Enz, 1988; Apasu 

et al., 1987)。 

 

第二類是把焦點放在受試者個體知覺的價值觀契合。以某一面向的價值觀為

標的，個體知覺該面向實際存在價值觀與個體所期望價值觀作比較，認同的學者

有 Boxx(1991)、Chatman(1991)等。此類型中又有另一種定義方式，認為價值觀契

合是由個體對不同面向的價值觀所知覺而得的相似性比較，學者 Beatty et al.(1993)

認同此方式。此類契合方式強調主觀經驗，採用知覺契合指標(Harris & Mossholder, 

1996; Enz et al., 1990)，而被稱為是「知覺價值觀契合」(perceived value congruence)。 

 

第三類價值觀契合強調個體主觀對相似性作評鑑。此類價值觀被處理成一個

純粹的知覺構念，要求當事人自己定義相似性，評價契合程度(黃正雄，民 86)。

此類自評式的測量存在著很大的測量問題。Edwards (1991)認為在概念上會同時混

淆個體與環境此兩個建構；實際填答時，填答者會產生一致性偏誤，扭曲或影響

後續的回答，因此較不適合用於研究。 

 

相較於國內許多以主觀相似性衡量價值觀契合程度之研究，本研究採用第一

類「真實的價值觀契合程度」之衡量方式，分別對組織中不同個體進行其價值觀

檢測，進一步配對後，客觀地計算契合程度之高低。 

 

(三)個人與組織、群體價值觀契合度之相關研究 

 

針對組織或群體價值觀契合度，其應用的研究領域很廣，對工作效能、態度、

行為之預測皆有所著墨，指標包括組織承諾、工作滿足、離職意願及組織公民行

為 (Boxx, Odom & Dunn(1991)、 Chatman(1989, 1991)、Meglino, Ravlin & 

Adkins(1989)、O’Reilly、Caldwell & Chatman(1991))。鄭伯壎(民 81)曾探討價值觀

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影響，將組織價值觀分為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兩類，檢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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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價值觀契合度與留職意願、組織認同之關係，發現內部整合價值觀的實際與期

望差距愈大，員工留職意願與組織認同愈低；鄭伯壎(民 84)的後續研究亦發現，

內部組織價值的上下契合能對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預測效果。郭建

志(民 81)與任金剛(民 85)也證實個人與組織價值觀契合會與組織承諾呈現正向關

係，並可促進員工的工作滿意度，使工作績效獲得提升。而反面驗證發現，當個

人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兩者不一致或不搭配(mismatch)，可能降低工作滿意度、

組織承諾及工作表現(Apasu, 1987)，足見價值觀契合與組織承諾有相當程度的相

關。針對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承諾的關係，整理如下： 

 

表 2.2.2  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 

Posner, Kouzes 
& Schidt(1985) 

8,498 位美國經
理人 

價值觀契合度會影響個人層次之結果變

項，例如個人成功與留在組織意願 
Apasu(1986) 148 位高科技公

司銷售人員 
銷售人員與組織價值觀相似性較高者有較

低的離職傾向 
Meglino, Ravlin 
& Adkins(1989) 

174 位生產線工
人 

平方契合指標(以等級排序作測量)是用來
評估價值觀契合度對情感性結果變項影響

效果的最適當指標 
Boxx, Odom & 
Dunn(1991) 

387 位高速公路
／運輸組織中高

階主管 

1.卓越公司價值觀得分高者，其組織承諾、
工作滿足及凝聚力較高 

2.組織成員價值觀契合度高者，其組織承
諾、滿足感和凝聚力較高 

Chatman(1991) 171位稽核員 新進人員的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最搭配

的，滿意度較高、留職意願較高 
Harris & 
Mossholder(1996) 

一美國企業 226
位管理人員 

1.個人評價現在文化與他們理想文化差
距，能解釋組織承諾與對組織未來樂觀

性的重要變異 
2.契合效果並不齊一地對工作滿足、工作投
入與流動意向有顯著性 

丁虹(民 76) 六家企業之 639
位員工 

企業成員的價值觀與信念愈一致，成員對

企業的承諾感愈高 
鄭伯壎(民 81) 五家企業 884 位

員工 
1.內部整合價值觀的上下契合對組織承諾
與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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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部整合價值觀的期望契合指標對組織
承諾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鄭伯壎與郭建志

(民 82) 
六家企業 259 位
員工 

1.價值觀契合度與員工工作效能有關 
2.對工作滿足、離職意願的預測力以差距契
合度最佳 

鄭伯壎(民 82) 五家電子公司的

白領職員及現場

技術員 

內部整合價值觀的期望差距對組織承諾有

顯著預測效果；Hammimg差距與 Euclidean
差距的預測效果類似，加權模式的預測效

果比差距模式高 
黃國隆(民 84) 台灣企業 152 位

主管與部屬；大

陸三資企業 932
位主管與部屬 

台灣及大陸的企業部屬與主管工作價值觀

差距愈大，部屬的內在/外在工作滿足與組
織承諾愈低 

黃國隆(民 85) 44 家民營企業，
485位員工 

當員工與主管價值觀差距愈大，員工之壓

力愈大，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也愈低 
莊璦嘉與林惠彥

(民 94) 
一服飾業 403 位
門市主管與員工 

1.群體和組織適配與組織承諾有最強相關 
2.對組織承諾而言，群體、工作與個人適配
有外加於組織適配效度 

3.對離職意願而言，群體適配有外加於組織
適配的效度 

 

總和上表，個人−組織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多數呈現正向關係。然而縱

使過去研究已對個人−組織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承諾的影響多所分析，但是，個

人與環境契合 (person-environment fit)之概念實際上包含了個人工作契合

(person-job fit)、個人組織契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個人群體契合(person-group 

fit)和個人主管契合(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等不同層面的意義，因此本研究將延

續價值觀契合的觀點，把分析主體細分為「個人−群體(部門同事)價值觀契合度」

及「個人−主管(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以分別探討其對組織承諾的影響。 

 

(六)契合指標與統計處理問題 

 

關於契合度指標，有許多表示方法，例如「減差(D)」(如丁虹，民 76)、「絕

對值差(⎟ D⎟)」與「平方差(D2)」 (如鄭伯壎，民 81)、「相關」(如Meglino, Rav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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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kins, 1989; O’Reilly et al., 1991)，以及作為一個指標要素測量剖面間的相似

性，如「Q相關」(Edwards, 1993)。分別說明如下： 

 

1.減差(D)：是假設當組織價值觀高於個人價值觀時，成員的工作效能較高；而組

織價值觀低於個人價值觀時，成員的工作效能較低。然而，此方法無法說明兩

變項間一致性的關係(Edwards, 1991)，即過與不及應該都是不契合的情況，但

減差的指標卻假設「超過」是一致，而「不及」是不一致，此與契合度的界定

有出入，被認為是不適切的方法。 

2.絕對值差(⎟ D⎟)：是指兩要素變項(component variables)差距小時，認定為價值觀

契合，對員工效能變項有正向的影響；兩者差距大時，對員工效能有負向影響。

由於這種指標視正分和負分為同樣情況，而被視為是無方向性的測量。 

3.平方差(D2)：是假設成員價值觀和主管價值觀差異大的比差異小的，在比例上有

較大的影響，此同樣為一無方向性的測量。 

4.相關：計算個人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間的相關係數，值介於 -1 和+1 之間，假

設相關係數愈高，一致程度愈高。此方式可能存有不同人的相關係數相同，但

實際原始分數可能差距過大的問題。 

5. Q相關：剖面相似指標以 Q分類或排序(ranking)求其相關係數，相關愈高契合

度愈高。此方式忽略了「距離」在差異分數(difference scores)中的重要意義(黃

正雄，民 86)，且一樣可能產生相關係數相同，但原始分數完全相反的狀況。 

 

    雖然平方差(D2)為一無方向性的測量，但學者研究顯示，正負向數值的差異

與價值觀契合的心理過程並無明顯的關聯(Meglino et al., 1992)，所以方向性效果

應該與價值觀契合與否無關，而鄭伯壎(民 84)也認同平方差應是較佳的適合度指

標，故本研究採用「平方差(D2)」作為價值觀契合之衡量指標。 

     

過去採用真實價值觀契合指標之相關研究，發現在統計處理上有瑕疵，導致

結論無法信服。黃正雄(民 86)指出，過去研究的結論表示當員工價值觀契合度高，

則會產生正向的工作態度與行為。如果部屬與主管間價值觀契合指標與部屬價值

觀分數相關，又契合指標分數與部屬工作效能有關連，則我們將難以分辨此種關

 20



連是該歸因於價值觀契合效果或是部屬價值觀的直接效果，因而可能產生潛在的

虛假關連(spurious association)，Meglino等人(1992)認為此種虛假關係是來自於真

實價值觀契合指標的計算是將員工分數與主管分數作扣減所導致的。要排除這樣

的虛假關係，必須先確認價值觀契合指標與員工本身的價值觀是否有高相關存

在，若有此情況，可藉由將員工價值觀當作控制變數來澄清實際的關連性 (黃正

雄，民 86) 。為此，本研究也將注意這樣的虛假情況，予以檢視新人-主管價值觀

契合指標與新人本身的價值觀是否存在高相關，若有此現象，即在階層迴歸中，

將新人本身的價值觀加放入控制變數中，以釐清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承諾之關係。  

    

 

第三節  組織承諾 

 

(一)組織承諾之概念與分類 

 

Buchanan(1974)認為組織承諾係成員對組織忠誠、情感隸屬的表現，包括認

同組織重要目標與價值、願意為組織付出高度努力與投入、給予組織正面評價及

表達留任組織的強烈意願。Porter等人(1974)對組織承諾的定義，認為組織承諾為

個人對某個組織的認同及投入的強度，並且可分為三個因素：1.相信且接受組織

的目標及價值；2.願意為組織的目標而努力；3.有維持成為組織成員強烈的慾望；

即分別為價值承諾、努力承諾和留職承諾三類。其後在 O’Reilly與 Caldwell(1981)

的研究中，將組織承諾視為一種員工對組織的心理依附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並著重在了解組織承諾的產生。 

 

O’Reilly 與 Caldwell(1981)依照 Salancik(1977)的觀點將組織承諾的來源分為

前瞻理性(prospective rationality)及回溯理性(retrospective rationality) 兩種。以前瞻

理性的觀點論之，員工在決定進入一個組織的時候，即形成對組織的承諾。此觀

點下，承諾被認為是個人對組織的心理鍵結 (psychological bond)；而回溯理性的

觀點則認為，員工試圖解決自身行為及其態度的不一致，因為行動不易改變，因

而形成承諾，在此觀點下，承諾聯繫了個人的態度及其行為表現(姜定宇，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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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O’Reilly 與 Chatman(1986)根據態度改變理論將組織承諾分為三個層次，層次

由淺而深分別為順從(compliance)、認同(identification)及內化(internalization)。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進一步將承諾的組成分為兩種：態度承諾

(attitudinal commitment)與行為承諾(behavioral commitment)。Mowday認為態度承

諾是指人們如何看待他們自己與組織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的價值觀和目標是否

與所屬的組織一致；而行為承諾則是指對特定的行為而承諾，像是為了維持聘員

關係，而不得不做的行為。 

 

至 1991年Meyer與 Allen整理了許多研究結果，認為承諾可分為三種，即情

感性(affective)、持續性(continuance)和規範性(normative)三種概念。 

 

1.情感性承諾 

指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性依附(attachment)，包括認同與投入，使個人對組織的

目標產生認同，並內化組織的價值觀。採此觀點者有：Kanter(1968)所指稱之凝聚

承 諾 (cohesion commitment) ， 個 人 在 情 感 及 情 緒 上 對 團 體 的 依 附 ；

Buchanan(1974)：組織成員對組織、組織目標及組織價值觀的情感依附，非純然

的工具性價值。且 Meyer 及 Allen(1997)認為 O’Reilly 所界定的三種承諾(順從、

認同、內化)，可以視為是承諾的基礎(base)。 

 

2.持續性承諾 

指員工知覺到如果離開組織需付出代價，而選擇留在組織中所產生的承諾。

Becker(1960)認為持續性承諾是由於行動結果無法改變，所產生的態度變化。根據

認知失調理論的主張，隨著個人對組織投入的增加，並且知覺到轉換工作的困難，

留在組織中有其可期望的利益，而離開則必須付出相當程度的代價，所產生的合

理化反應(Kanter, 1968; Stebbins, 1970)。 

 

3.規範性承諾 

即員工認為留在組織中是一種義務，組織成員經由組織或社會規範的內化，

產生一種接近個人義務或道德責任的承諾(Kanter, 1968; Weiner & Gechma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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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h & Mannari, 1977)。Marsh & Mannari (1977)的終生承諾(lifetime commitment)

其細部的觀念為：個人把留在公司視為一種符合道德的事，並不考慮自己在公司

晉升的情形或是對公司的滿意度，而認為承諾是一種必須遵守的事情。Wiener & 

Vardi (1980)更指出，個人應該對組織忠誠，有所犧牲，及不應該評斷這樣的態度

和行為。 

 

(二)組織承諾之理論模式 

 

1.前因後果模式 

(1).Steers(1977)組織承諾之前因後果模式 

   Steers(1977)發現組織承諾前因變項為個人特徵(年齡、教育程度、成就動機)、

工作特性(挑戰性、回饋性、完整性)及工作經驗(個人態度、個人重要性、組織重

視程度、對組織信賴度)；結果變項為留職意願、留職意向、出席率、工作績效。 

 

個人特徵 
(年齡、教育程度、成就動機) 

留職意願 

  
圖 2.3.1 Steers(1977)組織承諾之前因後果模式 

 

(2).Mowday et al. (1982)組織承諾之前因後果模式 

將 Sreers(1977)的研究發展的更周延，發現組織承諾的前因變項為：個人特徵

(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角色特徵(工作範圍與挑戰性、角色模糊、角色

衝突)、結構性特徵(組織規模、控制幅度、正式化、工會介入、參與決策程度)、

工作經驗(組織可依賴性、個人重要性、期望程度、群體規範)；而結果變項部分

為工作績效、留職願望、留職傾向、出勤及留職。 

工作經驗 
(個人態度、個人重要性、 

組織重視程度、對組織信賴度)

工作特性 留職意向 組織 

出席率 (挑戰性、回饋性、完整性) 承諾 

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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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特徵 
(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

角色特徵 

 
 

圖 2.3.2  Mowday et al.(1982)組織承諾之前因後果模式 
 

2.心理發展模式 

(1).Mowday et al. (1982)組織承諾之個人心理發展 

對組織承諾的心理發展提出階段性發展的觀念架構，共三階段： 

a.預期或進入前(anticipation or pre-entry) 

個人特徵、對工作期望、及工作選擇之特性為主要決定因素。 

 

 

 

圖 2.3.3  預期階段承諾之決定因素 

個人特徵 
(價值、信念、人格) 

工作選擇的特性 
(意志力、不可挽回性、犧牲、不

充足的理由) 

對工作之期望 
對組織的最佳 

承諾水準 

工作經驗 
(組織可依賴性、個人重要性、期

望程度、群體規範) 

(工作範圍與挑戰性、 
角色模糊、角色衝突) 

工作績效 

組織 

承諾 

留職願望 
留職傾向 
出勤 

結構性特徵 
(組織規模、控制幅度、正式化、
工會介入、參與決策程度) 

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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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初期階段(initial or early employment) 

承諾、感覺到的責任及可選擇的工作機會是主要決定因素。 

 

進入前影響工作期

望、工作選擇因素 

 

 

圖 2.3.4  初期階段承諾之決定因素 

 

c.鞏固階段(entrenchment) 

任職時間的長短為主要決定因素。 

 

 

圖 2.3.5  鞏固階段承諾之決定因素 

 

由以上發展模式發現，個人特徵之價值、信念(即預期階段承諾之決定因素)，

與最初工作經驗之組織、監督(主管)、工作群體 (同事)(即初期階段承諾之決定因

素)會決定承諾的形成，因此本研究即針對價值觀、主管、同事等構面討論其對新

進人員的組織承諾影響。 

 

任職時間的長短 

投資 

社會投入 

工作可移動性 

犧牲 

事業後期階段的承諾 

其他出路 

(工作選擇) 

最初工作經驗 
(工作、監督、工作群
體、薪資、組織) 

感覺到的責任

最初承諾 

早期雇用階段

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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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承諾之衡量 

 

在組織承諾的衡量面向上，Morrow(1983)整理 1969年至 1980年相關文獻，

歸納出六類型：(1)以價值觀為重點的承諾(value focus)，如工作倫理；(2)以職業

為重點的承諾(career focus)，如專業承諾；(3)以工作為重點的承諾(job focus)，如

自我投入；(4)以組織為重點的承諾(organization focus)，如組織承諾；(5)以工會為

重點的承諾(union focus)，如工會承諾；(6)混合型的承諾(combined dimensions of 

commitment)，如組織投入。其指出承諾應有多重對象(multi-foci)，才不至於產生

概念上的重複，以及模糊的測量。由於組織內不同團體，其目標、價值觀及經驗

不盡相同，所以組織成員會對不同對象產生不同的承諾，因此，學者認為在測量

上應考慮分開測量(姜定宇，民 89)。Reichers(1985)指出將組織承諾視為多種對象

有以下的優點：1.關注組織的本質是由眾多單元所組成之問題，能彌補有關承諾

研究在概念上的落差。2.能更真實的反映出個人實際經驗到的員工-組織依附的本

質。3.不同承諾間的衝突，及其對個人與組織關係的影響，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 Becker與 Billings(1993)的研究中指出，透過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可得出

兩類重要的承諾對象，即「整體對象(global foci)」和「區域對象(local foci)」。整

體對象指心理距離遠的對象，包括對組織本身與對最高領導人的承諾，以主管承

諾與組織承諾最具代表性；區域對象則是心理距離近的對象，包括對工作團隊與

直屬主管的承諾。通常這兩類對象承諾對員工的工作行為或態度的影響極為不同

(姜定宇，民 91)。本研究擬以「整體對象」，即組織本身作為欲探討的承諾對象，

期望先釐清新進人員對心理距離較遠的「組織」的承諾觀感。 

 

在量表的採用上，Allen & Meyer (1990)曾發展情感性承諾(ACS)及持續性承

諾(CCS)之測量工具，King & Sethi (1997)即應用此進行「組織承諾對資訊從業人

員焦崩的調節影響」研究。Mowday, Steers, & Porter(1979)另依照 Porter等人 1974

年的研究概念，發展出 OCQ 量表。其所編製的問卷，對組織承諾的測量上包括

十五個題目，三個承諾向度(價值承諾、努力承諾、留職承諾)，測量的主要概念

為：個人所知覺到自己對組織的忠誠、個人會付出額外努力以達成組織目標的意

願，以及對組織價值的接受程度以及留任意願。由於 OCQ 量表得到多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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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任，本研究也採行此三向度的概念，對新進人員進行組織承諾的衡量。 

 

(四)組織承諾相關研究 

 

在 Porter等人 1974年的研究中，主要在探討接受精神科技師訓練的人員，其

組織承諾與留職情形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組織承諾的高低，能有效區辨員工的

留職情形。 

 

而 O’Reilly 與 Chatman(1986)的研究則採用 Kelman(1958)對態度和行為改變

的想法，將組織承諾分成三個測量向度，即順從(compliance)、認同(identification)、

及內化(internalization)，探討此三種概念基礎對角色內行為、角色外行為、留職意

願，以及實際離職情形的影響。其中，「順從」是指對特定、外在酬賞的工具性投

入。個人產生態度和行為並不是因為擁有共享的信念，而只是為了某種利益，個

人在開放場合或私下的態度也因此而有所不同。「認同」是指希望與人親近所做的

投入。個人會接受影響去建立或維持一個滿意的關係，會因為成為團體中的一份

子而感到光榮，並尊重團體的價值。而「內化」則是指個人與組織價值觀的一致

所產生的投入，意即個人接受影響是因為所感受到的態度和行為與自己的價值一

致之故。研究結果顯示，內化和認同與角色外行為、留職意願有正相關，而與離

職成負相關；順從則與留職意願成負相關(姜定宇，民 89)。近期的研究中，O’Reilly

和他的同事將認同和內化合併，統稱為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iment)，而將

順從稱作工具性承諾(instrumental commtiment)，發現員工的離職行為和工具性承

諾存在著正相關。 

 

 

第四節  新進人員與主管、同事之交換關係 

 

主管與同事被認為是影響一特定成員之角色組合中的關鍵成員 (Seers, 

1989)。若針對新進人員，Reichers(1987)之研究指出新進人員的組織社會化歷程即

是其與直屬主管、同事間彼此互動的歷程。Graen(1976)與 Ashford(1986)均認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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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人員最主要的資訊蒐集管道為主管與同事，由於主管具有獎懲的力量(Van 

Maanen, 1979)，也是學習的模範，因而成為員工仿效的對象，而同儕與新進人員

相處時間長，可調節或強化新進人員的行為(Fisher, 1986)。可知新進人員與組織

成員的人際關係深刻影響其在工作中的行為表現及感受。而成功的新進人員社會

化更是透過新進人員與組織內部人員之間良好互動而產生的，故而主管與同事被

認為對新進人員的社會化成果和行為發展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而在工作場所中，各種社會交換關係可能發生在「組織」、「主管」、「工作群

體」中(Michael, William, & Stanley, 2002)。其中，新進人員與主管引發出的關係

本質以「主管−部屬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的概念加以說明。

另與同事的關係本質則是用後續發展出的「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 TMX)來描述。此兩個概念主要在說明新進人員角色發展過程與具關鍵

性社會化代理人(agents)之間的關係品質(Major, Kozlowski, Chao, & Gardner, 

1995)。 

 

(一)主管-部屬交換關係理論(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1. LMX理論意涵 

Dansereau等人(1975)表示主管會與不同部屬發展出不同的人際關係，將視為

自己人的部屬界定為「內團體」，與他們有較佳的互動和關心；其餘部屬則視為「外

團體」，關係僅維持在正式雇用契約的基礎上。而因為團體內存在著變異

(within-group variance)，領導者的行為不應以平均值的概念表示，故分析層次應

定位在主管與每位部屬的配對連結上，此研究取向稱之為垂直成對連結(Vertical 

Dayd Linkage, VDL)( Graen & Scandura, 1987)。 

 

在垂直成對連結模式下，領導者與部屬的互動關係已從僅出現在外團體的工

作契約之經濟交換概念(economic exchange)轉變為在內團體中出現之兼具社會交

換(social exchange)的互動行為，垂直成對連結模式進而演變成主管−部屬交換關

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Graen, Novak, & Sommerkamp, 1982)，成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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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品質研究的重要概念。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理論是主張在工作

單位裡，同一主管在不同部屬之間存在著不同的關係品質(Dansereau, Graen, & 

Haga, 1975; Graen & Cashman, 1975; Graen, Liden, & Hoel, 1982; Graen, Novak, & 

Sommerkamp, 1982; Graen & Scandura, 1987)，即主管會與部屬的關係發展是建立

在成對的基礎上(on a dyadic basis) (Graen & UHI-Bien, 1995)。因此，一個有十位

部屬的主管將會有十種不同的 LMX關係(Green, Anderson, & Shivers, 1996)。其

中，有些則僅是根基於正式雇用契約的低品質關係而已，但有些關係是彼此信任

與尊重的高品質關係，超越了正式雇用契約的信任發展(Diensech & Liden 1986)。 

 

根據 LMX理論，其關係程度可以「協議程度(negotiating)」來區分。「協議程

度」(Graen & Scandura, 1987)是指(a)主管允許部屬在工作上的改變，(b)不論主管

的職權為何，他是否願意使用職權來幫助部屬解決工作相關的問題(Dansereau, 

Graen, & Haga, 1975)。而McClane(1991)表示，與主管間有較高協議程度的部屬有

較多機會與主管交換意見。表現在行為上，主管則提供更多的工作自由(job latitude)

與授權給部屬，而部屬可能對工作目標有更強烈承諾或者更高水準的努力與績效

回饋給主管(Dienesch & Liden, 1986; Liden & Graen, 1980; Scandura & Graen, 

1984)。 

 

總合來看，高品質 LMX的特徵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吸引(Dansereau, Graen 

& Haga, 1975; Graen & Cashman, 1975; Tjosvold, 1984)，互相影響(Yukl, 1989)及支

持與信任(Liden & Graen, 1980)。而低品質的 LMX則指僅透過正式組織之職權產

生相互的影響，代表著低的信任、支持與回報(Graen & Cashman, 1975; Yukl, 

1989)。對於關係品質的高低的區分，王瑞申(民 93)曾分析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4.1。 

 

 

 

 29



表 2.4.1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高低品質之區分 

 

作者 高品質 LMX 低品質 LMX 

Danserean et al., (1975) 密切的互動關係 僅維持正式的角色關係 
Liden & Graen (1980) 部屬忠誠度高 部屬忠誠度低 
Dockery & Steiner (1990) 部屬與主管感情佳 部屬與主管維持雇傭關係 
Podsakoff et al., (1990) 部屬較相信主管 部屬較不相信主管 
Liden et al., (1993) 互惠 上對下 
Deluga(1994) 高品質的交換關係(高

度信任、互動、支持及

正式或非正式酬賞) 

低品質的交換關係 

Yukl(1994) 主管指派較佳的工

作、加薪或特別福利予

部屬 

僅有正式契約關係 

Graen & Uhl-Bien(1995) 互信、尊重、賦予更多

的責任 
互信、尊重、賦予責任的程

度較低 
Scandura(1999) 互相依賴程度高 互相依賴程度低 
Robbins(2001) 彼此視為自己人 彼此視為外人 

 

2. LMX之發展程序 

Diensch & Liden (1986)將 LMX發展模型分為四階段： 

(1)初期互動(initial interaction) 

在初期互動階段，新進人員必須去了解組織的一切，包括組織政策、規定、

文化及規範，也需要許多的資訊及支持，而主管為其主要的關鍵資源(Louis, 1980; 

Jones, 1983)，藉此進行組織社會化過程和發展 LMX。 

 

(2)主管授權(leader delegation) 

主管以其對成員在組織中職位工作的知覺，以嘗試性的指派(trial assignment)

授權給部屬(Levihger & Huesmann, 1980)，藉以測試部屬的能力。 

 

(3)部屬行為與屬性(member behavior and attribution) 

此階段反映出部屬在主管授與的任務、責任、職責中所表現出的行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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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屬在初期新進階段會創造一個好的印象給主管，並希望主管回應公平的報

酬，報酬內容包括提供資源及支持等。 

 

(4)主管對部屬行為的屬性(leader’s attribution for member’s behavior) 

此階段為主管嘗試去了解及解釋部屬的行為。藉者主管解釋部屬行為時，可

以清楚地表示出主管與部屬間關係型態的發展(Green & Mitchell,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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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Seers(1989)依據 Graen與 Cashman(1975)發展之 LMX理論所提出之衍生概念，

被認為可用以評估一個成員與同儕群體間互惠關係的良窳。Seers (1989)表示 TMX

關係品質是指稱成員與同事群體間工作關係之有效性，意為彼此工作互惠關係的

好壞程度，衡量一員工是否會自動自發幫助其他成員、分享回饋意見，及從其他

成員獲得知識、幫助和賞識。 

 

然而，雖然工作團隊在組織中的應用日增(Gordon, 1992)，但專注在工作團隊

−員工交換關係(team-employee exchange)或是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 TMX)的研究卻很少，且多以學生團隊導向的管理體系作為相關研究發

展對象(Seers, 1995)，實際商業環境的員工樣本並不多見。鑑於此，本研究即以企

業成員樣本，期望呈現 TMX 在實際企業中的影響地位，了解對新進員工態度行

為的影響。 

 

2.TMX之相關研究 

Seers, Petty, & Cashman(1995)曾以 103位製造業工人為研究對象，評估其與

工作群體的關係，研究結果指出，在自我管理群體中擁有高品質 TMX 者，對同

事的滿足程度、及一般的工作滿足程度高於傳統功能性的工作群體，且發現部門

生產效能的增加與工作單位中 TMX的跨時改變有關。 

 

而當新進人員對組織或工作期望與實際情況不符時，擁有較高品質 LMX 和

TMX 之新人較能夠克服現實帶來的震撼，因此可較專心地適應新的角色(Louis, 

1980)，而當實際情況超出新人之預期時，LMX 與 TMX 則會對新人行為反應變

數的預測產生負向關係的調節效果，減弱實際與預期不符合造成的影響(Major, 

Kozlowski, & Chao, 1995)。 

 

Seers(1989)進行 TMX 的研究中發現，TMX 在預測工作滿意上的貢獻高於

LMX；群體中 TMX的差異被發現是管理體系中自主性高低不同的結果，即在自

主性高的管理環境中有較高水準的 TMX；TMX與工作表現顯著相關，且此相關

程度受到同儕動機(peer motivation)的調節，高同儕動機對低 TMX有補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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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MX與 TMX之異同 

LMX與 TMX的相似處在於都是透過詢問職場中的焦點角色(focal role)以描

述角色交換關係中的互惠品質，強調彼此互動及關心行為。相異處在於，LMX的

衡量是指單一成員和角色組成(主管)在成對(dyadic)關係上的結果，Graen(1976)更

明白指出，一個焦點職員(focal employee)的角色組成一般包括一直屬主管，因為

只有直屬主管能在職位上提供獨特的資源進行角色交換的過程；然而 TMX 構念

卻是一個成員和同儕群體間的互惠關係(Seers, 1989)，故 TMX並非是一對一(not 

dyadic)的成對關係，而不能以對偶的關係去衡量成員態度和行為的影響。依循此

差異，本研究在研究設計上也謹慎地在衡量 LMX上，選擇新進人員之直屬主管(對

偶關係)作為衡量 LMX 的對象，而衡量 TMX 時則選擇工作三年以上的部門資深

同事群(非對偶關係)作為評量對象。 

 

 

第五節  個人與組織、主管、群體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之關係 

 

在探討個人與組織的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關係研究中，許多研究已證

實之間的正向關係，例如鄭伯壎(民 81)將組織價值觀分為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兩

類價值觀，探討兩類價值觀契合度與留職意願、組織認同的關係，結果發現內部

整合價值觀之實際與期望差距愈大，員工的留職意願、組織認同程度愈低；丁虹(民

76)亦發現，企業文化一致性愈高，員工的組織承諾愈高，而當企業文化之實際與

期望差距愈大，組織承諾愈低。 

 

這些研究皆顯示了個人−組織價值觀契合對組織承諾的影響力。然而，個人

和其工作環境間的契合(person-environment fit)包含了個人工作契合、個人組織契

合、個人群體契合和個人主管契合等不同的意義。而新進人員在組織環境中確實

面對著多元的對象，包括組織、群體及個人，故欲進行新人契合度之分析時，若

能區分組織中不同成員與新人契合度的關係，將能更釐清不同對象之契合度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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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學者指出主管與同事是影響一特定成員之角色組合中的關鍵成員(Seers, 

1989)，且新進人員的組織社會化歷程被認定是其與直屬主管、同事彼此互動的歷

程 Reichers(1987)。因而在衡量契合度時本研究企圖將契合層次細分至「新人與直

屬主管」及「新人與資深同事」間的探討，考量主管價值觀與員工契合程度的影

響，而提出假設 1-a~d至 3-a~d：「新進人員−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四構面)」對

「新進人員組織承諾(三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另一方面，在個人與群體層

次的討論中提出假設 5-a~d 至 7-a~d：「新進人員−部門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四

構面)」對「新進人員組織承諾(三構面)」也存在著顯著的正向關係。 

 

進而，本研究期望確認出「自我超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四構

面價值觀對組織承諾的影響狀況是否相同，期待找出影響組織承諾較顯著之價值

觀構面，以作為企業甄選、訓練新進人員時較精確的評選與培養指標。 

 

 

第六節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LMX)」及「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MX)」

對組織承諾之影響 

 

鑒於 Seers(1989)進行 TMX的研究中發現，TMX在預測工作滿意上的貢獻是

高於 LMX，本研究因此認為在檢測交換關係品質對新進人員的影響時，將 LMX、

TMX分別進行比較是有意義的，以下將藉由相關研究說明兩類關係品質各自對組

織承諾的影響。 

 

LMX指的是一個主管與一個部屬成員之間的交換關係，其對多項與組織相關

的結果變項有影響性(Liden et al., 1993)。研究顯示，在高 LMX的情況下，主管與

部屬兩者會獲得正式與非正式的報酬，即主管獲得忠誠、努力、對工作目標有承

諾的部屬；而部屬則獲取較多福利、知識及生涯發展的支持(Dansereau., 1975; 

Liden & Graen, 1980; Yukl, 1989)。可知，LMX與組織承諾存在著相關性，Liden et 

al.(1997)也表示領導者與部屬有較佳的人際交換關係時，領導者會給予較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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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依據社會交換理論，部屬會因此給予更高的承諾作為回報。在 Graen et al. (1982)

之研究指出，高品質之 LMX 可以增加部屬之工作滿足及生產力，降低員工之流

動率。而 Castleberry & Tanner(1989)以銷售人員作為研究對象，也發現 LMX與銷

售人員之組織承諾、工作滿足呈現正相關。此外，Nystrom(1990)以美國企業中高

階主管為研究對象也證實了 LMX與組織承諾的正向關係。 

 

而高品質的 TMX 關係被認為是同化的程序，且信任和社會整合也藉由這樣

的關係建立(Graen & Scandura, 1987; Graen et al., 1973; Seers, 1989)。因此王淑貞

(民 88)認為新進人員的社會化過程中 TMX 扮演著重要的決定因素，即員工間有

較高的 TMX 將產生較高的組織承諾和較低的離職意願。另外，Seers(1989)論及

TMX的衡量題目時也指出，這些題目是建立在預測工作滿意的背景上，又另一方

面，工作滿意和組織承諾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因此，LMX、TMX 在衡量組織

承諾之影響時確實為必要關注的變項。 

 

 

第七節  個人−主管/群體價值觀契合度、LMX/TMX與組織承諾之關

係 

 

依循以上觀點及過去實證研究，發現價值觀契合度與交換關係品質皆會對組

織承諾產生重要的影響，契合度高時承諾感高，關係品質高時承諾感高，但經由

個人長期形塑而成的價值觀信念要透過調整達到彼此契合、認同的目標並不容

易，倘若在新人與主管、同事價值觀契合度低的情況下，良好的交換關係品質期

望能彌補契合度低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讓組織有機會朝增進彼此互惠關係的方向

努力，增進新人對組織的正向看法。 

 

因此，本研究推論 LMX、TMX在探討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關係中存

在著干擾效果，使得價值觀契合度影響組織承諾的程度會受到調節。事實上，王

淑貞(民 88)也曾證實 TMX 在新進人員角色期望與工作行為、組織承諾中的干擾

角色。故本研究企圖納入 LMX於個人−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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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其 LMX 程度高低的干擾效果，因而提出假設 4-a~c：「新人−主管交換關係

(LMX)」在「新人−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三構面組織承諾關係」中有顯著的干

擾效果。同理，依循以上的論述加上群體層次及 TMX相關研究的缺乏，也把 TMX

納入個人−群體(部門同事)價值觀契合度的分析中，提出假設 8-a~c：「新人與同事

交換關係(TMX)」在「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三構面組織承諾關係」中有

顯著的干擾效果。 

 

而本研究推論可能的干擾效果有兩觀點為「強化效果」及「替代效果」。強化

效果指的是當高交換關係品質(高 LMX、高 TMX)存在時，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

承諾的關係會愈強，契合度愈高者組織承諾更高，契合度低者組織承諾更低；而

低關係品質則反之亦然。即新人與直屬主管或同事的互動情況所造成的關係品質

的好壞，強化了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正向影響。另一方面，替代效果則是

指交換關係會使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關係變得不明顯，高品質的交換關係(高

LMX、高 TMX)能彌補價值觀契合度偏低對組織承諾造成的負面影響，替代了價

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影響。 

 

此研究期盼了解交換關係在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承諾的關係中扮演何種影響

角色，冀望以增進交換關係的方式改善契合度過低影響員工承諾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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